
w w w. t u v - s u d . c o m

TÜV SÜD | Vol. 66,  February 2013

消費品  | 對您運營至關重要的法規更新

重
要
信
息

消費品技術更新 

澳洲公平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近日發佈了一項小型高
能磁體產品永久禁令，該禁令已於2012年11月15日生效。該
永久禁令延續了聯邦部長之前于8月份批准的相關臨時禁令。
這些用於面向成人市場新奇產品類的磁體如果被兒童吞咽或

攝入, 將可能導致嚴重傷害或死亡。

該永久禁令適用於以下磁體：

�� 可松脫或可分離的磁體；

�� 以聚集狀組合或包含兩個或以上磁體的產品；

�� 尺寸很小，可以完全放入到年齡未滿36個月兒童玩具的小
部件圓筒中的強制性標準（AS/NZS ISO 8124.1:2010）；

�� 磁通量大於AS/NZS ISO 8124.1:2010中5.31條規定的50 kG2mm2；

並且

�� 以下列形式進行供應市場推廣包括：

1. 玩具，遊戲或拼圖（包括但不限於成人桌面玩具、教
育用玩具或遊戲類、或用於開發智力或緩解壓力的玩

具、遊戲或拼圖）；

2. 結構或模型套件；或
3. 佩戴於口鼻處的飾物

該禁令僅限於用於玩具或其它指定用途而推向市場或供應的

小型高能磁體這一較小範圍。禁令並未禁止下列小型高能磁

體的使用：

�� 用於工業、商業或科學應用

�� 用於家用電子產品的元件；或

�� 教育機構以教學為目的開展的應用

任何從事該行業的人員不得出售這類產品, 並且必須停止銷
售該類產品，也不得在網上銷售。違反禁令的供應商將構成

刑事犯罪。個人最高罰款22萬澳元，法人團體最高罰款110萬
澳元。民事罰款數額與上同。違反這一項規定將構成嚴格責

任犯罪，意味著法庭無需考慮此人意圖即可判定其罪行。

雜貨、玩具和兒童產品

澳大利亞發佈小型高能磁體產品永久 
禁令

1 關於小型高能磁體永久禁令的消費者保護公告：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2L02171
2 澳洲公平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規定的禁品詳單：http://www.productsafety.gov.au/content/index.
phtml/itemId/97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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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1984年10月15日理事會發佈的關於會和食品產生接觸的陶瓷材料和物體指令類似的成員國法律：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1984:277:0012:0016:EN:PDF
2 2005/31/EC指令：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5:110:0036:0039:en:PDF
3 關於會和食品產生接觸的陶瓷材料和物體法規草案：http://www.tzslo.si/pic/pdf/zivila/First%20draft%20legislative%20text%20ceramics%20Regulation.pdf

表A：85/500/EEC指令與新法規草案對比

項目 85/500/EEC 指令 新法規草案

類別1 上限

1. 不可填充的材料和物體

2. 可以被填充，但內部深度（從最低點測量到經過上邊緣
的水平面）不超過25mm的物體

鉛：0.8 mg/dm2

鎘：0.07 mg/dm2

鉛：2.0 ug/dm2(0.002 mg/dm2)

鎘：1.0 ug/dm2(0.001 mg/dm2)

類別2 上限

可以被填充，且不符合類別一或類別三的所有其它物體
鉛：4.0 mg/L

鎘：0.3 mg/

鉛：4.0 mg/L 

鎘：0.3 mg/

類別3 上限

1.廚房煮食用具

2. 容量大於3公升的包裝和儲存容器

鉛：1.5 mg/L

鎘：0.1 mg/L

鉛：3.8 ug/L(0.0038 mg/L)

鎘：1.9 ug/L(0.0019 mg/L)

邊緣 上限

與口部直接接觸（進一步資訊有待歐盟委員會決定） 無規定 有待決定

測試條件 22°C 下在4%的醋酸中 24小時 22°C 下在4%的醋酸中 24小時

測試方法（類別1至3） 84/500/EEC 以及  2005/31/EC EU 指令修正案 法規草案（進一步資訊有待歐盟委員
會決定）

測試方法（邊緣） 無規定
法規草案（進一步資訊有待歐盟委員會
基於ISO 6486決定）

生效日期 1984 歐盟官方雜誌出版後第20日

歐盟委員會發佈了關於（歐洲委員會）1935/2004法規的新法
規草案並將廢除關於食品接觸陶瓷的84/500/EC指令1及其修正

案2005/31/EC指令2。擬議的法規將加強食品接觸陶瓷的範圍

和要求，降低鉛和鎘遷移的允許上限。

該法規草案3涉及陶瓷及上釉/搪瓷/經過裝飾的食品接觸陶瓷
材料和物品。新提案要求在所有行銷階段都必須提供書面合

規性聲明，此外，新提案還將食品接觸陶瓷歸為三類。

表A為擬議法規草案與84/500/EC指令及其修正案 2005/31/EC指
令的對比。

食品、健康和美容

歐盟對食品接觸陶瓷提出更嚴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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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5:110:0036:0039:en:PDF
http://www.tzslo.si/pic/pdf/zivila/First%20draft%20legislative%20text%20ceramics%20Regulation.pdf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1984:277:0012:0016:EN:PDF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5:110:0036:0039:en:PDF
http://www.tzslo.si/pic/pdf/zivila/First%20draft%20legislative%20text%20ceramics%20Regulation.pdf
http://www.tuv-sud.com/industry/consumer-products-retail/food-health-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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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我們已採取一切合理措施，確保本新聞簡訊所含資訊的品質、可靠性及準確。但是，TÜV南德意志集團對於本簡訊中包含的協力廠商資訊不負有責任，亦不對本簡訊中
的資訊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做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證或陳述。

本新聞簡訊旨在提供與某一個或某幾個主題相關的簡要資訊，但並非詳盡敘述。因此，本新聞簡訊中的資訊不能用於諮詢用途、專業建議或服務。如果您想尋求與本

新聞簡訊中的資訊相關的建議，您可以直接聯繫我們並告知具體問題，或徵求有資質的專業人士的建議。

未經TÜV南德意志集團的事先書面同意，任何其他出版物或材料不得複製、引用或者援引本新聞簡訊中的資訊。版權所有© 2012 TÜV南德意志集團亞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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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公佈了GB 28480-
2012這一擬議標準，對裝飾品中有害元素的分類以及使用量上
限做出詳細說明。該標準由中國輕工業聯合會提議，其範圍

覆蓋所有類型的非貴重珠寶與裝飾品，包括兒童首飾以及室

內飾品（寶石以及天然/人造翡翠除外）。該標準中涉及的主
要有害元素包括鎳、砷、鎘、鉻、鉛、汞、銻、鋇以及硒。

該標準規定用於耳朵或人體任何其它部位穿孔的人工組裝產

品中鎳釋放量的許可值不得大於0.2微克每平方釐米每週，耳
環、項鍊、戒指、錶帶以及手鐲等與皮膚有直接並長期接觸

的珠寶首飾中鎳釋放量的許可值不得大於0.5 微克每平方釐
米每週。

珠寶首飾上的任何塗料或鍍層必須充分確保在兩年之內的正

常使用情況下鎳釋放量小於0.5微克每平方釐米每週。

該標準規定了珠寶中有害元素的最大含量上限（見表1）以
及14歲以下（包括14歲）兒童首飾中可溶性元素的最大含量
上限（見表2）。該標準還列出了依據GB/T 19719 和GB/T 28485
測定鎳釋放量的方法以及依據GB/T 28020、GB/T 28021 和 GB/T 
28019測試珠寶首飾中其它有害元素總量及可溶性元素含量的
方法。這些方法參考了之前珠寶首飾的標準1。

1 GB/T 19719珠寶—測定鎳釋放量—光譜測定法
GB/T 28019飾品—鉻含量測定（六）—1.5二苯碳醯二肼分光亮度法
GB/T 28020飾品—有害元素含量測定-- X射線螢光光譜法
GB/T 28021 飾品—有害元素含量測定—光譜測定法
GB/T 28485塗料飾品—鎳釋放量檢測—模擬磨損和腐蝕法 

表1裝飾品中有害元素總含量最高上限

元素 砷 鉻（六） 汞 Hg 鉛 Pb 鎘 Cd

最高上限 Wmax 毫克每千克 1000 1000 1000 1000 100

b) 對於兒童首飾：含鉛(Pb)總量不可超過300毫克每千克；其它有害元素的總含量應符合4.2.1 a中的要求；可溶性元素總含量不
可超過表2中所列的對應最高上限。

表2兒童首飾中可溶性有害元素含量最高上限

元素 銻Sb 砷 As 鋇 Ba 鎘 Cd 鉻 Cr 鉛 Pb 汞 Hg 硒Se

最高上限 (毫克每千克) 60 25 1000 75 60 90 60 500

4.2.2 由其它材料製成的裝飾品應符合相應的國家標準。例如，紡織品製成的裝飾品應符合紡織品安全要求中的有害元素限制。

雜貨

裝飾品中有害元素含量清單標準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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